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 2325-9914 

 

2022 年 6 月第 18 期   -133-  

 

摘要：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形象，作为一个异国形

象群体，每个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对二十世纪文学作

品中的传教士形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虔诚善良的人道主义

者、阴险虚伪的侵略者、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基督徒这三类，并总结出传

教士形象塑造的差异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其精神信仰、“社会集体想象物”、时

代环境大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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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代受列强侵略影响，中国开始以一种被动的姿态与世界进行交流，自

此，大量的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传播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宣扬教义，据教会内部

记载：“1889 年有 1296 名新教传教士在华”1，“到 1905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已

经到达 3445 名，其中包括 1432 名男性、1038 名传教士妻子、964 名单身女性”

2。清末民初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如系统地翻译了中国经典的汉学家理

雅各、最早在中国进行医学传教的合信、通过兴办教育进行传教的西方文化使

 
1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9年，第 513页。 

2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 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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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林乐知以及长期负责管理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丁韪良，这些传教士在

传播神学知识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医学、新闻业等现代领域，他们

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技术，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由此可见，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局限于单纯地宣扬宗教精神，

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因此，作家们在

创作时都无法忽略这样一个特殊的异国群体，纷纷将传教士写入他们文本，并

成功地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传教士形象，既有在宗教活动的掩盖下残害中国百

姓的殖民侵略者，还有为上帝传播福音、为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布道者等等。

在过去学界的来华传教士形象研究中，学者习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传

教士分为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现代文学中的传教士化为妖魔，而当代文学中

的传教士则升为天使。事实上，文本中的传教士形象并不只是单一的好或者坏，

还存在其他的因素有待于深深挖掘。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将以来华传教士形

象为切入点，以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一断面，以传教士的个人经历、行为、

品性等为依据，将传教士形象进行分类研究，并探索其塑造差异的原因。 

一、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来华传教士形象分析  

各类形象鲜明的传教士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凸显，本文选取深度描摹来华传

教士形象的文本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如《邵武四十年》《金陵十三钗》《二马》

《冲积期化石》《丰乳肥臀》《一句话顶一万句》等文本，通过对作品中的传

教士形象进行整理分析，将其分为虔诚善良的人道主义者、阴险虚伪的侵略者、

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基督徒三大类。     

（一）虔诚善良的人道主义者 

此类传教士在作品中多以正面形象存在，他们内心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忠于上帝，忠于传教使命，深深热爱着为人类传播福音的事业，希望将福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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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传给更多人民，让更多的人民受到上帝的庇佑。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行为体现

了基督教中平等的博爱精神、无私的救赎精神和伟大的宽恕精神。 

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一个为宗教而献身的传教士形象—

—老詹。老詹在 26 岁时就跟随叔叔来到了中国，为河南延津的传教事业奉献

了四十多年的时光。他身上最可贵之处就是对宗教执着的信仰。虽然在老詹长

达四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仅仅只发展了八个信徒，可他从未放弃过神圣的事业，

尽管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仍每天跑遍延津县劝说人民信教。在那个物质极

度匮乏的年代，在落后闭塞的农村，人民都在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而拼命

奋斗，没有多少人在意精神上的需求，真正愿意信教的人寥寥无几。延津人民

总是对老詹说：“你要能让主来帮我贩茶，我就信他”1，“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

子，我就信他”2。因为在延津人民看来，“宗教要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才可以成

为他守护的岗位”3。可正是因为在无人信主，无人信他的情况下，老詹依旧坚

守着，这才体现了老詹的精神的可贵。后来，老詹坚持不懈地传教行为展现了

传教士的虔诚和执着，是老詹的信念给予了吴摩西心灵皈依的家园。 

严歌苓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塑造了一位英格曼神父，他心怀善意，对

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怜悯之心，是“救赎”的象征。英格曼神父无法违背自己善

良的内心，无法对人的生命置之不理，所以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中

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他保护着四十四位女学生，他也在危及的关头，救下了

中国伤兵。虽然英格曼神父说：“很抱歉。请不要逼迫本教堂违背中立立场。4”

 
1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 114页。 

2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第 114页。 

3 程敏：《只为寻找一句话——关于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思考》，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2年第 2期，第 104页。 

4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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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心里仍想着“不能置门外的中国士兵的生死于度外”1。他还收留了在战争中

无处藏身，连安全区都嫌弃的妓女，他想着“让她们在仓库里先藏一两天，我和

国际安全区交涉一下，再把她们送到那里去”2。英格曼神父作为救赎的象征，

在严峻危急、自身难保的情况和形势下，依旧勇敢地为中国人民撑起保护伞，

这样的行为震撼了原本贪生怕死的妓女的心灵。他不但在物质层面拯救了被人

轻视且玩弄的妓女，而且也从精神层面救赎了这群妓女的灵魂。妓女原本“是被

社会道德放逐的边缘人”3，“是危险的、具有社会破坏力量的群体”4，但是最后

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完成了对女学生的救赎。 

传教士福益华（Edward Bliss）是非虚构文本《邵武四十年》中的主人公，

是一个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善良博爱的传教士。他的内心有着充足的宗教

信仰活力，并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掌握着现代社会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于

十九世纪末从太平洋的彼岸漂洋过海到中国，再顺着闽江逆流而上，最后到达

内陆的盗匪狂獗、民生艰辛的偏远小山城邵武，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利用所

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通过“医学”“教育”“出版”等方式在此进行“间接传教”，希

望将福音的种子带给人民，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并在此坚守四十年。福益华毕

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且来自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在福益华的时代，只有 1%

的男子是大学毕业。5”可见，福益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没有留在美

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也没有在本土为他的同胞做贡献，而是带着他所掌握的现

代化的新技术和虔诚的内心信仰来到了偏僻落后的邵武，为闭塞的乡村书写现

代化的篇章。他凭借着自己个人的微弱的力量为闽北地区提供了现代化的医疗

 
1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第 65页。 

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第 16页。 

3 黄彩萍：《苦难与救赎——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身体隐喻》，载《鄂州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33页。 

4 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 162页。 

5 小爱德华·布里斯：《邵武四十年》，安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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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解救了当地人民的痛苦。前三十年，福益华一边学习当地方言一边救治

当地的病人，他抢救难产的孕妇，为新生婴儿提供新鲜的牛奶，建立现代化的

医疗诊所，寻求控制牛瘟的方法……他克服了众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改善了邵武

落后的医疗状况。后十年福益华与自然、精神灾难作斗争，这期间他经历了洪

水、瘟疫、疟疾和军阀混战等多种劫难。洪水冲走了他的心爱的诊所，疟疾入

侵了他的身体，军阀混战差点使他丢了性命，但是福益华依旧坚持着他的初心，

履行着他的使命。 

（二）阴险虚伪的侵略者 

此类来华传教士的宗教信仰并不纯粹，他们虚伪且阴险，带着深深的殖民

野心，怀揣着不良的目的，凭借着传教士的身份，做出了一系列违反教义的行

为，谋取私利，蔑视并且迫害中国百姓。 

张资平的小说《冲积期化石》中刻画了一个伪善又贪婪的申牧师。他有着

十余年的传教历程，是一个资深的传教士，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基

督精神。他心灵已麻木，“忍心作宣教士的爪牙，帮助他组织一个残酷无人道的

教会政府”1，借着宗教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不惜伤害他人的性命，即使是自

己的女儿也在所不惜。为了满足在金钱和权势方面的欲望，申牧师让自己的亲

生女儿璋儿去照顾有着三妻四妾的官府大人的马公子，将亲生女儿当作摇钱树。

在璋儿被马公子玩弄抛弃了以后，身为父亲的他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怜悯与同情，

反而斥责璋儿“天下也有这么蠢的东西2”，以致璋儿最后在父亲尖锐的责骂声中

走向了死亡。正是申牧师“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3的行为毁了少女璋

儿，但他却从未有过愧疚之心，他还理直气壮地说“璋儿的死是天罚，是上帝叫

 
1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 62页。 

2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第 76页。 

3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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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的”1。亲生父亲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摧残自己亲生女儿的行为，已经

完全与人性相背离。这种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观念，揭露了申牧师信仰上帝

的虚假和热爱金钱的真实。 

老舍作品《二马》中的伊牧师是一位在中国传教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他

的身上充满了帝国主义殖民色彩，鄙视中国百姓，是一个极其虚伪的英国传教

士。伊牧师十分熟悉他眼中的中国，“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

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

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2。但是“他的信仰极端褊狭，带着极端的民

族沙文主义色彩”3，在伊牧师的言语中弥散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时常在嘴边

说着“到底是老英国呀”4。他的脑海中也深深根植着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想，

“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

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

了天堂！”5除了心怀殖民侵略的野心，伊牧师还是一个极其虚伪之人，他的宗

旨就是“传教士是非有两副面孔办不了事的”6。伊牧师平时都是偷偷地喝酒，不

敢让教友们看见，但却又要在酒桌上假惺惺地说“我平常不喝酒”7，“只是遇着朋

友，爱来一杯半碗的喝着玩儿”8，以此来显现他的敬业和友善。他打心眼里瞧

不起中国人民，在背地里辱骂中国人民，就连他的教友老马也不例外。但是他

却又极力地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现出他友好善良的一面，为中国人民提供帮助。

 
1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第 83页。 

2 老舍：《二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 9页。. 

3 刘海霞：《论老舍早期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底蕴》，载《兰州学刊》，2014年第 2期，第 85页。 

4 老舍：《二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 22 页。 

5 老舍：《二马》，第 9页。 

6 老舍：《二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 10 页。 

7 老舍：《二马》，第 22页。 

8 老舍：《二马》，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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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伊牧师费尽心力为二马联系好住房以后，他内心并没有助人为乐的体悟，而

是“跑到街上，找了个清静地方才低声地说：‘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1。

这样如此矛盾的行为心理，将这位虚伪的传教士刻画得淋漓尽致。 

《正红旗下》中有一个异国形象——传教士牛牧师，作品生动地展现了这

位传教士的虚伪、贪婪、卑劣。牛牧师来华是因为他那位在中国卖鸦片而发了

大财的舅舅告诉他：“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你可以起码用

一男一女，两个仆人”2。为了摆脱在美国穷困潦倒的生活，牛牧师就假借着传

教的名义来到了中国。他任何行动的宗旨都是利益至上、金钱至上，所以他对

传教工作也不大认真，因为“传教毕竟与贩卖鸦片有所不同”3，在传教工作上全

力以赴并不能像贩卖鸦片一样发大财。牛牧师与伊牧师一样，民族优越感强烈，

瞧不起中国人，“他觉得只凭自己来自美国，就理当受到尊敬。他是天生的应受

尊敬的人，连上帝都得怕他三分”4。牛牧师在中国过上了吃饱喝足的神仙日子，

“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5。可他并不满足，看着天主教的神父们“条件

好，势力厚”，可以“买教徒，用势力庇护教徒，甚至修建堡垒，藏有枪炮”6，像

个小皇帝，这让牛牧师非常羡慕，于是他开始渴望获得地位和权势。当多老大

恭敬地向他请教关于《圣经》的问题时，他就开始膨胀自满，“觉得自己是一朵

刚吐蕊的鲜花，没法儿不越开越大、越香”7。多老大对牛牧师的讨好与谄媚满

足了牛牧师的虚荣心以及所谓的民族优越感，所以牛牧师非常喜欢多老大这类

 
1 老舍：《二马》，第 15页。 

2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年，第 95页。 

3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96页。 

4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97页。 

5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95页。 

6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96页。 

7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厦门：鹭江出版社，2017年，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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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他们“穷，没有一点架子，见了他便牧师长，牧师短，叫得震心”1，这

让牛牧师“觉得自己多少像个小皇帝了”2。也正是出于对权势地位的渴望，当有

钱有势的定大爷邀请牛牧师赴宴时候，牛牧师非常兴奋，“拿着那张请帖，老大

半天舍不得放下”3，完全忘记了定大爷也是他瞧不起的中国人，他此刻只知道

定大爷是阔人财主，想着“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

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4。牛牧师的所作所为，使他彻底

与基督徒的身份背离，完完全全显现了他利用宗教谋取私利的卑劣行径。 

（三）世俗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基督徒 

这类传教士有着传教士的身份，但同时也明显地展现出世俗性的一面，有

着凡俗人的七情六欲。《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就是宗教性与世俗性相结

合的典型。 

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莫言从凡俗人性的角度，为我们塑造了这样

一个既具有宗教性，又具有凡俗性的传教士形象——马洛亚牧师。马洛亚牧师

怀着对上帝虔诚的信仰，独自一人从瑞典来到高密东北乡传教，他有着一颗悲

天悯人的心，心系苦难的百姓，希望为中国人民带来福音，希望更多的人民受

到上帝的保佑，他给战乱无数的高密东北乡带来了一丝温情的色彩，给受苦受

难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慰藉。马洛亚牧师虔诚地信仰着耶稣基督，他总是不停

地向主祷告，嘴里时常念叨着“万能的主啊”、“主啊”、“阿门”的字眼，以祈求获

得上帝的保佑。文本中对马洛亚牧师的描写总是带着温度：他的“脸上是表示友

 
1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99页。 

2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96页。 

3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128页。 

4 老舍：《正红旗下·离婚》，第 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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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悲天悯人的微笑”1，说他的眼睛是“温柔的蓝眼睛”，是“闪烁着悲悯蓝光

的眼睛”，是“湛蓝色的、迷途羔羊一般的永远是泪汪汪的”，马洛亚牧师的蓝眼

睛里所传达的是一种博爱、怜悯的眼神。马洛亚牧师怜悯着高密东北乡的百姓，

日本人血洗高密东北乡后，马洛亚牧师看着乡亲们破碎的尸首，他万分悲痛。

在埋葬乡亲们尸体时，马洛亚牧师的表现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失魂落魄和痛苦，

“马洛亚牧师脚步踉跄地对着我们走来，太阳已经偏西，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

长”2，“马洛亚晃动着高大的身体走在最后边”3。同时马洛亚牧师也为这些逝去

的百姓祷告，“主啊，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灵魂吧……”4在马洛亚牧师的身上充分

体现了善良、博爱、悲悯、虔诚的基督宗教精神。 

于此同时，马洛亚牧师身上还彰显着凡俗的人性。在《丰乳肥臀》中，作

家莫言详细记叙了马洛亚牧师与有妇之夫上官鲁氏凄美的爱情故事。正是从这

个爱情故事中，马洛亚牧师凡俗性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马洛亚身为一名宗

教徒，本应该遵守着基督的教义，但是他却与有妇之夫上官鲁氏之间产生了爱

情，并且与上官鲁氏拥有了一双儿女。由此可见马洛亚牧师心中有着普通人的

情欲和性欲，他向往着甜蜜美好的爱情生活，向往着平凡百姓的世俗人生。除

此之外，马洛亚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性与高密东北乡的人民相同，他会用毛驴

磨面粉，会做面，还会抽旱烟。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影响下，马洛亚牧师的

思想也逐渐走向了中国化，在给儿女起名字时，上官鲁氏说：“俺婆婆曾说过，

如果生下个男孩，就叫他上官狗儿，她说男孩起个贱名主着好养”5。可马洛亚

牧师立马对上官鲁氏的提议表示不赞同：“不好不好。什么狗呀猫儿的，这是违

 
1 莫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 15页。 

2 莫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 63页。 

3 莫言：《丰乳肥臀》，第 63 页。 

4 莫言：《丰乳肥臀》，第 45 页。 

5 莫言：《丰乳肥臀》，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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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帝旨意的，也同时违背孔夫子的教导，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1。一个

瑞典传教士却能随口说出孔子的名言，可见马洛亚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

程度之深，他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在中国传教的岁月里，马洛亚

牧师的生命渐渐地与高密东北乡相结合、与中国相结合。代表着宗教性的马洛

亚牧师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上帝的福音，也给被封建礼教所迫害的上官鲁氏带

给带来了希望。上官鲁氏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了精神的支柱，“马洛亚牧师传递的

基督之爱成为他们心灵的避难所”2。这种基督精神使上官鲁氏能够勇敢乐观地

面对苦难，战胜苦难，成为一名坚韧勇敢的女性。同时，代表着世俗性的马洛

亚牧师，解救了无人关爱的上官鲁氏，给予了她真挚而又幸福的爱情。“在高密

东北乡的一隅，他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恰似生活在幸福的伊甸园。”3马洛

亚牧师与上官鲁氏的恋情被裹上了一层“救赎”的光环，马洛亚牧师“以爱情拯救

了上官鲁氏的肉身及灵魂”4，使得这份爱并不因为是偷情而被贬低。 

二、二十世纪来华传教士形象塑造差异的原因 

近代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来华传教士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合

法通行证。“军事入侵而带来的便利，却形成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5，

传教士凭借着殖民侵略性质的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也说明基督教已被帝国

主义侵略者当作成一种殖民统治的工具，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不能与殖民侵略完

全割裂。他们的在华传教活动总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卷入在一起，传

教活动既有纯宗教性质的一面，也有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面。他们通过

在中国建立医院、教会学校、孤儿院，来为中国百姓传播福音，为中国带来现

 
1 莫言：《丰乳肥臀》，第 75 页。 

2 李晓燕：《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牧师创作原型探源》，载《当代作家评论》，第 2017年第 4期，第 128页。 

3 李晓燕：《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牧师创作原型探源》，第 130页。 

4 李晓燕：《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牧师创作原型探源》，第 133页。 

5 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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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但传教士与教民在中国作威作福、残害百姓、滥用权力的

事件，也使中国人民对基督教和它的传播使者产生极大的反感。“引起中国人反

感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与殖民主义强权一起传进中国的方式及其被利用为文

化侵略工具的性质。”1近代的来华传教士也“因为个体所犯下的罪恶而被定义为

邪恶的群体”2。 

叶兆言也曾在他的作品《花煞》中表明：“传教士是传播西方文明的先锋，

同时也是殖民主义战车上一个卓有成效的兵种，最终的结果，是把中国从旧的

文明中拯救出来，还是把它推向新的深渊，这将是一个永远让后人喋喋不休的

热门话题”3。近代的来华传教士一直都是具有很大争议的群体，二十世纪文学

作品中，作家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出各具特色的传教士形象，其与作家的个人经

历与信仰、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以及社会中的刻板印象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作家个人经历的影响 

“文学形象是作家头脑的创造性产物，它既具有模拟、描绘对象的客观性方

面，也具有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主观性方面，它是造型性和表情性的统一，客

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4文本中的传教士作为文学形象，正是近现代客观历史

和作家主观情感结合的产物，作家在个人经历中对传教士形象的感知，决定了

作家个人对传教士的情感态度。“一个文学形象的形成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形象

本身和他者的透视。”5传教士形象是作家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作家

的“他者透视”才使得文学作品的传教士形象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作家创作传

教士形象时的想法观点，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 5页。 

2 蔡军：《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西方传教士形象》，合肥：安徽大学，2014年，第 23 页。 

3 叶兆言：《花煞》，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 128页。 

4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36页。 

5 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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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张资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带有强烈反基督教

的色彩，主要表现在它刻画了虚伪卑劣的传教士和揭露教会的黑暗，而小说中

的这些内容都与张资平在教会学校的经历有紧密的联系。张资平十三岁时就进

入了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在日本留学时受洗礼加入了教会。他在教会学校耳闻

目睹了教会的阴险和黑暗，曾在自传中表明：“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

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相对应”1。在张资平看来：教会

和牧师败坏了基督教，传教士大多都是以宗教为工具，从教徒身上获取利益的

人。正因为张资平的个人经历和宗教观点，所以他在小说中无情地批判虚伪的

传教士。 

老舍虽然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他所塑造的传教士形象皆不光彩，是丑陋的

象征，这显然与他个人的生平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老舍的父亲苏永寿在一九

零零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保卫北京城而牺牲，所以老舍对洋鬼子有一种厌恶

之情。老舍曾言：“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

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

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因此老

舍从儿时起脑海中的洋人形象就代表着罪恶和黑暗。后来老舍到英国留学，他

在英国的生活十分贫穷、清苦。当时英国社会十分傲慢，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所以凭借着主观臆断创作了很多丑化中国的电影、戏剧和小说，导致很多英国

人根据电影、戏剧和小说中的内容蔑视中国人。老舍生活在这样傲慢的殖民主

义氛围中，完全无法融入英国社会，贫穷和弱国子民的自卑、与英国社会的隔

阂更加强了老舍的仇洋心理。老舍在谈及怎样创作《二马》时说：“对于英国人，

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

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2。因为老舍所感知的外国人并不友好，

 
1 张资平：《资平自传》，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 45页。 

2 老舍：《老舍全集》（第十六卷）：《我怎样写<二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 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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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伊牧师的形象也是丑陋的。 

当代作家刘震云并不是基督徒，并且他认为“尽管西方的宗教精神在中国具

有一定的影响和基础，但在根深蒂固的世俗心理和意识形态之下，宗教在当下

的作用明显是有限的”1。但刘震云本人仍肯定基督教的积极作用。他曾在纪实

文学《温故一九四二》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

相蚕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

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2，以此表达对基督教中超越民族和国家的、

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赞扬。《温故一九四二》作为刘震云的一部调查体小说，

记载了在 1942 年的河南大地上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民的温饱问题无法解决，

活活饿死了三百多万中国百姓的事件。刘震云创作《温故一九四二》时，回到

了他的家乡河南，一一地走访了当年在大灾难中的幸存者们。通过这次调查，

刘震云了解到：在大饥荒时期，传教士一直在默默地进行救灾活动。“这个行动

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3正

是“传教士救命的恩情在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广为流传，传教士的正面形象也由此

深入到作家的内心”4，所以刘震云把心中对救灾传教士的感激流入到文本中，

将他心目中的正面传教士跃然纸上，塑造了为宗教而献身的老詹。 

非虚构文学《邵武四十年》是福益华的儿子小爱德华·布里斯为他的父亲所

撰写的家族传记。小爱德华·布里斯通过和父亲的交谈、父亲的日记，来往的信

件和第一手资料写成非虚构文学《邵武四十年》。小爱德华·布里斯于 1911 年

出生于福建，他亲身参与了父亲福益华的中国之旅，曾经在邵武小城生活过，

 
1 冯庆华：《刘震云小说中的宗教思考》，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 1期，第 114页。 

2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 53页。 

3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 53页。 

4 侯旭：《试论新时期小说中的传教士形象》，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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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见证了他父亲福益华对邵武的贡献，真切地感受到福益华的虔诚。正是因

为他个人经历影响着他，所以他才会有一种记录这段中国之旅的想法，才能真

实地刻画出为邵武人民默默奉献四十年的传教士——福益华。 

（二）作家信仰变迁的影响 

信仰，“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信奉而敬仰，并逐渐升华为一种坚守与克制”1。

作家的个人信仰决定了作家的认知选择，而作家又通过作品创作的外在行为展

现出了他个人的内在认知，反映出作家的精神信仰。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所展

现的不同类型的传教士形象正是作家精神信仰状况的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

的更迭、时代的变迁，作家们的精神信仰也随之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他们的艺

术创作也呈现出了思想上、风格上的差异。 

1、作家儒家信仰的影响 

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信仰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陈思和曾经阐述过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问题，他表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由原来的士大

夫阶级转化而来”2。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所信仰的是“学而优则仕”，坚定着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思路，为国家尽忠竭力、为百姓效力是他们的使命。而到

了二十世纪，科举制被废除，士大夫阶层的仕途之路被中断，于是这些士大夫

变转型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依旧秉承着士大夫的传统，“治国平

天下的这样一个读书人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积淀”3。 

现代知识分子要实现这种士大夫传统，就“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

 
1 胡鸿雁：《永不放弃》，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 2页。 

2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21页。 

3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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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的力量结合起来”1，他们在完成“民间岗位”工作的同时，也关心着国家社

会的大事和民生疾苦。一方面他们肩负起救世济民、振兴中华的使命，鲁迅作

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2。当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看到中国在列强侵略的铁蹄下

丧尽尊严，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就爆发出来了，侵略者的形象成了西方人

的缩影，所以全部西方人都被塑造成了阴险狡诈，虚伪贪婪的负面形象，而来

华传教士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负面形象的其中一类。另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

同时也承担着“立人”的责任。冯雪峰曾打过一个比方：“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门神。

门神张贴在大门上，门开了则站在庙堂上为国君为朝廷尽忠竭智，门关上则面

向大众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3。这个比方反映了传统士大夫的“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君”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面向庙堂以实现学而优

则仕的理想的机会，于是他们就选择面向民众，开始启蒙工作。现代知识分子

成为了民众的导师，从事着“化大众”的启蒙工作。来华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

具有愚民的意味，马克思很早就说明了：“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

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4。现代知识分子为了启蒙

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看到基督教“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5，就开始了对基督

教的批判，揭示基督教会的腐败和传教士的丑陋行径。正因为以上两方面的原

因，再出现了《冲积期化石》中阴险的申牧师、《二马》中伪善的伊牧师和

《正红旗下》贪婪的牛牧师等负面传教士形象。 

2、作家信仰缺失的影响 

 
1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 23页。 

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1919年第 6期。 

3 蔡之国，华南：《近代大众传媒与晚清谴责小说》，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 9期，第 13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央编译书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 21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8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D%92%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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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当代社会，人民大众的信仰开始坍塌。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守着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彻底摧毁了传统伦理文化的根基和‘离地三尺有神灵’

的信仰”1，解构人们心中的神与上帝，使人民失去了对神灵的敬畏，使得人民

的信仰走向了无所依的境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逐

渐形成了商品经济社会，“在崇拜金钱和财富、崇拜自由市场、幻想经济的无限

增长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从社会共识慢慢演变成了世俗的公共

信仰”2，“这直接导致了我们无法建立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理想和信仰”3。人

民大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金钱、利益、权力而丧失道

德情感底线，整个社会走向世俗化。但人民大众精神层次的需求则产生了空虚，

导致了个体灵魂的漂泊。 

这个时期的作家同样陷入信仰的危机当中，产生了灵魂无所皈依的痛苦，

他们开始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些作家则选择了向宗教寻求心灵的救赎。刘

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代表，刘震云在作品中塑造了有着虔诚宗教信仰

的老詹，老詹对基督执着而又忠诚的心最终感化了务实世俗的吴摩西，给予了

他精神安慰。“刘震云在老詹身上寄寓了许多宗教性思考，希望通过老詹来揭示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秘密”。4《丰乳肥臀》的马洛亚牧师形象也表明了作家在

向宗教寻求心灵的安慰。《丰乳肥臀》是莫言写给母亲的一本书，在创作这本

书时，莫言因母亲的离去而十分的痛苦，莫言曾进入了高密东关教堂做礼拜，

以寻求心灵的慰藉。“一方面，对亲人离世这样的人生巨痛，原先的精神资源没

有基督教那么强烈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相信人死后可以上天堂，可以得到

 
1 冯庆华：《刘震云小说中的宗教思考》，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 1期，第 114页。 

2 包亚明：《信仰缺失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文化逻辑》，载《上海文化》，2016年第 10期，第 44页。 

3 包亚明：《信仰缺失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文化逻辑》，第 46页。 

4 禹权恒：《论刘震云小说的宗教情怀》，载《小说评论》，2015年第 5期，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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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拯救是一种精神安慰。”1就这样，莫言创造出了带有救赎精神的马洛亚牧

师。 

（三）“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来华传教士“是三重的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

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2。作为一个异国

形象，来华传教士群体的创作受到时代“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集体想象物

“是一种形象汇编或辞典：这是一代或几代人，一个社会阶级或多个社会文化阶

层共有的观念、情感的工具”3，作家生活在时代社会中，他们对于异国形象的

创造与感知都是通过社会集体想象物获得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以一种潜在的方

式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巴柔认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具有“双极性（认同性和相异

性）”，认同性体现在异国形象的创作是意识形态化的，“是指作家在依据本国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国，对异国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 4。而相异性

（颠覆性）则体现在异国形象的创作是乌托邦，是指“当作家依据具有离心力的

话语表现异国，向意识形态所竭力支持的本国社会秩序质疑并将其颠覆时，这

样的异国形象叫乌托邦”5。 

在文学作品中代表着负面意义的申牧师、伊牧师、牛牧师属于社会集体想

象物意识形态的一类。作家在创作中将来华传教士妖魔化、邪恶化，这与中国

人对西方人的刻板印象——“洋鬼子”有关，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称这种刻板印象

 
1 李晓燕：《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牧师创作原型探源》，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 4 期，第 128页。 

2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25页。 

3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 132页。 

4
 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第

69页。 

5
 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第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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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套话”。巴柔认为“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1，说明“套话就是具

有单一语义和单一形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2。在近代中国，列强强势地入侵中

国大地，中国人民一方面奇怪于西方人黄头发、蓝眼睛的长相，一方面反感与

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导致近代的中国人民有着仇视西

方人的心理，所以中国人民极尽地丑化西方人，将西方人妖魔化、邪恶化，“洋

鬼子”成为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凝固看法。在套话“洋鬼子”的影响下，作家们带

着一种厌恶感去塑造西方人，所以一些传教士就被塑造成负面形象，同时作家

也通过这种方式贬斥异国文化。 

除了存在阴险邪恶的传教士，还有上帝的使者、人性与神性相统一的传教

士形象，这类传教士则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乌托邦一类。这些作家在创作时，

自觉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集体想象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随着时间的迁

移，套话“洋鬼子”也不再具有强大影响力。作家可以理性地根据自己的个人经

历和想法创作出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脱离、与传统观念相背离的西方传教士形

象。例如：“莫言的家乡高密，曾是瑞典传教士长期活动过的地域”3，所以在文

本《丰乳肥臀》中，莫言将高密东北乡一个养羊的瑞典传教士作为马洛亚牧师

的原型，通过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了马洛亚牧师，展现了传教士的人性人情。

因此，作为“他者”的传教士形象创作受其产生背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是显

著的。 

（四）时代环境更迭的影响 

“任何时代任何作家、艺术家在自由地从事创作的时候，也不可能脱离一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准则。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自由，事实上是

 
1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185页。 

2
 蔡军：《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西方传教士形象》，合肥：安徽大学，2014年，第 55 页。 

3 李晓燕：《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牧师创作原型探源》，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 4 期，第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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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1作家是属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而作家的创作也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陈思和将中国的时代文化状态分为“共名”与“无名”两种。二十世纪 20 年代

前后，中国处于“共名”的文化状态，“共名多半是知识分子在是实践社会理想的

过程中创造或自觉参与创造的”。此时，时代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现代知识分

子认为共和政体比君主专制政体好，所以大力强调民主科学，鼓吹人性解放，

重视民众启蒙。同时祖国大地正遭受着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有着深厚爱国主义

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实践他们的社会理想，救亡图存。

2在时代大主题的笼罩下，作家们的创造都纷纷呼应主题进行创作，鲁迅也曾表

示他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听将令”。来华传教士是凭借不平等条约才获得在中

国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所以爱国的现

代作家都带着否定的态度书写传教士形象，在文本中表现对西方人列强的厌恶。

传教士就是一个符号，象征着野蛮、残暴、贪婪、阴险等一系列负面形象。同

时作家通过揭露教会的黑暗来教化民众，使民众看清基督教“愚民”的真面目，

以达到启蒙民众的效果。老舍笔下的伊牧师和张资平的申牧师都是“共名”主题

下的产物。 

而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走进了“无名”文化状态。此时，社会未形成一股

主流的思想文化，大家都在各自进行着实践和探索。此时作家的个性从时代的

主题中解放出来，作家通过展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开创他个人的主题，在社会

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作品也从宏观叙事、意识形态叙事

的立场转向了个人叙事、平民叙事的立场。在失去时代大主题的笼罩下，作家

对于传教士形象的书写脱离了单一化。90 年代后，在作品中出现的传教士形象

 
1 教文仲：《革命话语与启蒙话语的碰撞——<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1992)研究》，开封：河南大学，

2009年，第 32 页。 

2 陈思和：《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载《上海文学》，1996第 10期，第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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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落入类型化的窠臼，走向了繁复的多元化。有些作家对基督教的思想采取

了辩证的态度，吸收基督教中有益的思想，例如博爱、虔诚、宽恕等精神，所

以这些作家创造了虔诚的、善良的基督徒；有些作家所感知的传教士形象就是

带有着世俗的色彩，有着凡俗人的七情六欲，所以他们笔下的传教士则成为了

情欲的象征；还有的作家根据一些一手资料，遵照资料记载，还原了在中国大

地散播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传教士。刘震云笔下虔诚的老詹、严歌苓笔下善良的

英格曼神父、叶兆言笔下忠诚的浦鲁修神父、《邵武四十年》中为邵武带来先

进科学技术的福益华以及莫言笔下充满着世俗情欲和虔诚信仰的马洛亚牧师，

这各具特色的传教士形象都展现了无名文化状态下，作家创作的时代特征。在

任何时期，作家都无法摆脱与社会时代的联系，二十世纪来华传教士形象的变

迁与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结语 

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出了不同的色彩和

光芒，无论是虔诚善良的传教士，阴险虚伪的传教士，还是世俗性和宗教性相

统一的传教士，他们的塑造与作家的个人经历以及个人信仰、时代环境与社会

集体想象物息息相关。 

作家的个人经历影响着作家的视野与情感，作家的视野与情感则影响着作

家笔下传教士形象的塑造。时代的文学主题也导致了文学形象创作的差异。而

社会群体对事物的刻板印象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本中传教士形象是沦为妖

魔，还是上升为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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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age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ANG Lij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Various missionary images have appeared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a group of foreign images, the missionary images in each work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missionaries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devout and kind-hearted humanitarians, insidious and 

hypocritical aggressors, and Christians with a combination of Secularity and 

religion, and conclude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age creation of missionaries 

are related to the write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ir spiritual beliefs, "social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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